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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

“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一千余华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西起九江，东至江阴，均是
人民解放军的渡江区域⋯⋯”1949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脍炙人口的新闻稿《人
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江阴这个地处江尾海头的滨江城市，因渡江战役而烙上了百折不饶、勇
往直前的红色基因。

江阴，是长江下游自上海溯江而上第一座滨江城市。淮海战役后，江阴要塞成为国民党军队长江
南岸的防御要点。在解放大军渡江之际，中国共产党智勇双全，成功策动江阴要塞7000余名国民党官
兵起义，智取要塞炮台，为解放大军在江阴顺利渡江立下头功。

70年来，一代又一代江阴人传承着渡江精神，谱写了气势磅礴、绚丽多彩的发展华章。一草一木
相续，一砖一瓦累积，从“苏南模式”的发源地到全国县域经济发展十六连冠，被誉为“中国制造业第一
县”“集成改革第一县”⋯⋯昔日的锁航要塞，而今已成为春潮涌动的幸福和谐之城、创新活力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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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村的“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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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浩荡荡的长江流到江阴处，江面骤然变
窄，仅余千米左右。江阴要塞矗立在黄山之巅，
与孤山隔江相望，俯瞰江北，遥对靖江。自古以
来江阴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早在五代时这里就
建有要塞。

1948 年 6 月，国民党国防部陆军总部少将
军械处长戴戎光接任江阴要塞司令。江阴要塞
设有炮台总台、守备总队、游动炮团、工兵营等，
总兵力有7000余人，相当于一个军的建制。炮
台工事由多层钢筋混凝土浇筑，几乎坚不可
摧。国民党南京政府企图凭借长江天堑进行负
隅顽抗。

早在1946年，中国共产党便开始筹划要塞
起义策反工作。时任中共华中五地委组织部长
唐君照，接到在国民党军某部任职的弟弟唐秉

琳、唐秉煜的密信，期待弃暗投明。后唐氏兄弟
根据组织需要，潜伏下来等待时机。此后，唐秉
琳一步步取得戴戎光信任，将大量地下党员安
插进重要岗位，架空了戴戎光。

1949年4月20日，国共和谈最后破裂。戴
戎光亲自坐镇黄山炮台指挥。入夜，国民党二
十一军八圩港桥头堡遭到解放军炮火轰击，国
民党一四五师参谋长打电话给炮台总台长唐秉
琳要求“炮火支援”。唐秉琳则命令各炮台将射
程缩减400米开炮，炮弹都落在国民党阵地上，
把他们打得晕头转向、鬼哭狼嚎，只得要求停止
炮击。

4 月 21 日 1 时许，解放军渡江先头部队在
江阴长山登陆。２时许，隐蔽在国民党游动炮
团的中共地下党员王征明以第三野战军司令部

的名义打电话给唐秉琳，发布了起义命令。唐
秉琳一面切断对外通信联络，一面下命令炮台
用不卸保险、不装引信的炮弹发射，借以迷惑戴
戎光。一切就绪后，唐秉琳等人持枪冲进指挥
所活捉了戴戎光。起义官兵调转炮口用巨炮轰
击国民党的军舰和其他顽抗的军队，有效地配
合了解放大军的作战，促使国民党军防线迅速
瓦解。

长江第一要塞——江阴要塞兵不血刃落入
我军手中，我军利用江阴要塞的缺口，成功突破
长江防线，圆满完成了我军十兵团司令员下达
的“让开登陆地点，向我军不发一枪、一炮使大
军顺利渡江”的任务。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
裕高度赞扬要塞地下党：“他们为渡江战役立了
大功！”

兵不血刃：要塞起义撕开长江天堑

江阴城西，800 多幢别墅连成片，便是有
“中国港口第一村”之称的长江村。

原来的长江村，只是长江边上一个贫困
落后的小渔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老
书记李良宝的带领下，长江村从两座小砖窑
起步，涉足高端冶金制造、港口物流、拆船、房
地产、远洋运输、海洋工程、金融投资等多个
领域，村经济总量突破 500 亿元，村民人均年
收入已超过 8 万元，过上了“家家住别墅、人
人有股份、户户有存款、个个有金银、年年有
保障”的幸福生活。

江阴有“三宝”，华西村的吴仁宝、长江村
的李良宝、沿山村的梁林宝，都是村里的掌舵
人。李良宝对于长江村来说，确实是个宝。
作为带头人，李良宝一向胆子大，敢闯敢干。
1996 年，镇办企业无缝钢管总厂资不抵债要
破产了，李良宝做出了村企兼并镇企的大胆
举动，无缝钢管厂仅用不到 8 个月的时间，就
实现了扭亏为盈。当年，李良宝提出来围堰
建港口，很多人反对，后来在建设过程中，确
实困难重重，围堰被 1998 年无情的大洪水冲
跨，损失惨重，一时责怪之声四起，但李良宝
顶住压力，从头再来，历时 18 年终于建成长
江村自己的港口。

在李良宝纪念馆的墙壁上，有一句他经
常挂在嘴边的话：“只为成功想办法，不为失
败找理由。”这是李良宝不畏艰难、勇于进取
精神的写照。在他这种精神领引下，40 多年
来，长江村通过围堰造港、技术革新、产业转
型、借海发展等多次“跨越”，让新长江集团从
村级小厂变身中国企业 500 强。长江村也创
下了一项项“纪录”：世界最大的村级港口；世
界最大的绿色环保拆船基地，年拆解量超
150 万轻吨；世界最大的蒽醌生产基地，销量
占世界一半以上；全国最大的钢管交易中心
和配送中心，常年拥有钢管品种超4000种。

最让长江村缅怀的，是李良宝那种心系
村民、无私奉献的精神。村民们告诉记者，长
江村最忙的、起得最早的是“老书记”，他经常
凌晨四五点钟就起床，下工厂，到工地，开始
了一天的忙碌。重病期间，尽管身体不好，他
仍然坚持每天早上到企业和村里看一看。病
重后期昏迷，只要醒来，他惦念的仍然是企
业、是村民，嘴巴里说的仍然是要去村里看
看。有一次，他独自视察工地时，不小心摔
倒，满脸是血。

正是这些优良品质，让李良宝成为长江
村爱戴的好书记。2014 年 7 月 12 日，75 岁的
李良宝病逝，长江村万人空巷，冒雨集体哭送

“老书记”。李良宝的这些优良品质和精神，
对于深化改革的当下，无疑也是“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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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的江南，百花开放，色彩爬上枝头，风
是温柔的，阳光是刚好的。登上长江之滨的黄
山，郁郁葱葱的山间盛开着不知名的野花，山
脚下滚滚长江东流水，看千帆过尽。岁月静好
间，默默伏在山顶上的 12 门废弃大炮，让人忆
起这里曾是锁航要塞，70 年前，渡江战役在这
里打响。

江潮奔流不息，昔日的渡江战役阵地早已
换了风光。鹅鼻嘴公园、船厂公园、黄田港公
园、韭菜港公园、鲥鱼港公园⋯⋯一个个临江
的公园串起江阴主城区长江岸线，一条美丽的
生态岸线、市民的休闲岸线和游客的观光岸线
正徐徐展开画卷。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要把修复长江生态摆在压倒性位置”的
重要指示精神，江阴积极践行“还江于民、还水
于民”的发展理念，主动调整港口功能，将省政
府批复的 23.4 公里港口岸线压缩到 17.48 公
里，只占长江江阴段 35 公里黄金岸线的一半，
同时充分依托“山水之城”的独特区位优势，打
造现代化特色美丽宜居城市。

穿行在依江而建的船厂公园，高高的塔
吊、古旧的码头⋯⋯在船厂退城进园、还岸于
民后，这些工业遗存被选择性保留、修复和雕
塑化处理，以最真实的场景向人们还原长江造
船业曾经的辉煌。为了让市民临江亲江，零距
离感受母亲河的魅力，江阴把滨江亲水工程列
为龙头工程，下决心把城区八公里沿江、十公
里运河等地段还岸于民。码头、工厂、轮渡等

生产岸线搬迁退让，通过东西向扩展滨江生态
岸线，加强沿江生态岸线修复。

2018年8月，分别服役48年和32年、为长
江南北沟通交流作出重大贡献的黄田港汽渡
和韭菜港汽渡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两个老渡口
原址将被黄田港公园、韭菜港公园替代，曾经
繁忙的汽渡将成为全市人民休闲的亲水空间
和江阴城市的生态屏障。不远的将来，由 8 公
里沿江公园、10 公里锡澄运河公园组成的“一

江一河”城市T台将靓丽呈现。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不是不发展，

而是坚持新发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以生
态环境保护的持续加强，倒逼产业结构的转型
提升。去年底，江阴组织编制完成《江阴长江
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规划“1+9”规划》，并顺利
通过专家组论证。进入新时代，江阴这座滨江
山水城市，将在生态保护、绿色发展、魅力彰显
等战略“路径”下，更加宜居、宜业、宜游。

还江于民：生态倒逼打造绿意江畔

70 年前，震撼世界的渡江战役，吹响了建
立新中国的胜利号角，也让江阴这座历经战乱
的城市获得了新生。1949年4月23日，江阴全
境解放。

70 年来，长江边上喝着“翻跟斗水”成长起
来的江阴人不断传承和升华渡江精神，孕育出

“人心齐、民性刚、敢攀登、创一流”的城市精神，
每个江阴人拼搏奋斗的力量汇聚、点滴涓流，汇
成了“潮连潮、浪逐浪”的大江激流。

抢改革开放的先机，创乡镇企业的先河，做
资本经营的先锋，从率先探索“苏南模式”实现

“农转工”，到主动抢抓浦东开发机遇实现“内转
外”，再到奋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加快“量转质”，
江阴走出了一条具有时代特点、区域特征、自身
特色的发展之路，成为全省全国县域发展当之
无愧的排头兵和领头羊。

全面打响集成改革、中国制造业第一县、江
阴板块、人文宜居、民富村强“五大品牌”，奋力
当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领跑者，江阴以全国万
分之一的土地、千分之一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国
二百四十分之一的国内生产总值、百分之一的
上市公司、五十分之一的中国500强企业、三十
分之一的中国制造业 500 强企业，先后获得国
家卫生城市、国家生态市、中国最佳经济活力魅
力城市、全国文明城市等 100 多项荣誉。无论
是“中国制造业第一县”“华夏 A 股第一县”的
美誉，还是每年两位数的增幅、总数超过 18 万
家的市场主体，都见证着江阴接续奋斗的铿锵
足印。

江阴百姓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就业创业突飞猛进，社保体系日臻完善，养
老服务蒸蒸日上，医疗卫生阔步前行，文化事业

蓬勃发展⋯⋯这是江阴财力不断向民生领域倾
斜的结果，所有江阴人听得到、看得到、感受得
到，一张张笑脸绽放出幸福的光彩。江阴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 5 万元大关，位列全省县
市之首，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 19
年位居全省同类城市第一，入选“2018 中国最
具幸福感城市”和“2018 年度中国十佳幸福县
市”。

一段段劈波斩浪的航程，是江阴人民砥砺
前行的一串串铿锵足音；一朵朵飞扬翻卷的浪
花，是江阴人民奋笔书写的一份份精彩答卷。

“与其守在静止的岸，不如做艘飞驶的舟；
与其当块被动的靶，不如做支呼啸的箭”。“江阴
号”航船乘风破浪，扬帆新时代。

江阴日报记者 肖遥
本报记者 刘一珉

传承升华：渡江精神托起古城新梦

架设在炮台上的大炮（资料图片）。

江阴长江大桥已是跨江的交通要道。

江阴绿道是江苏首条空中绿道。

现代化的江畔城市——江阴。


